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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
营销

城市形象推广的
助推器

事件营销理论背景
城市形象，是社会大众对城市的
总体印象和评价，它不仅是城市景观
所带来的外在表现，更是城市文化、
城市精神所带来的内在品质。在新的
经济条件下，一个城市的良好形象，
已经成为一个城市的重要资源和无形
资产。具有鲜明个性的城市形象、良
好的城市美誉度以及一定的城市知名
度，已经成为提高城市竞争力的核心
资源。而事件营销作为一种“眼球经
济”的手段，其强大的吸引力和号召
力，可以迅速推动事件发生地的知名

文 /张艳 梅 （ 广 西 师 范 大 学 漓 江 学 院 管 理 系 讲 师 ）

度提升。
事件营销，在企业界运用广泛。
企业界将事件营销定义为：企业围
绕一定主体，借助社会热点、重大活
动，或有意识地组织和策划一定活动
和事件，形成一定时间内的传播效
应，从而达到迅速提高企业知名度和
美誉度、促进企业商品销售的策略。
从城市营销的角度来看，事件营销就
是利用具有吸引力的事件，从事件中
吸引社会大众关注及参与，社会大众
从此类事件传递的信息积累对城市的
印象，从而形成社会大众认同的具体
形象，再通过各种有效的传播途径，
将城市形象传播出去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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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营销的主要形式
事件，涉及的内容广泛，几乎涵盖了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将事件作为一种营销工具，有具有新
闻价值的事件、大型活动、庆典、节事活动等。我们可以将事件营销从规模和类型上进行分类。

事件营销形式

内涵
具有国际影响力的大型活动，此类活动普遍规模

国际性活动

举例
奥运会、世博会等

大、投入大、关注面广泛，可为地区带来可观的

事件营销与城市形象提升的良性互动案例
事件营销与城市的环境、经济发展水平、文化背景、知名度、旅游资源的吸引力、基础设施状况等因素息息相

经济收益

关。事件营销的良性结果将推动城市个性更加鲜明，城市资源深度挖掘，促进高标准城市基础设施建设；提高城市

地区性活动

知名度，拓宽旅游业客源市场，促进相关产业发展，并带来城市形象的整体提升以及城市竞争力的增强。

某地区周期性举办的活动，具有一定知名度和影

法国亚维侬艺术节、英国

响力，吸引民众对于活动举办地的兴趣，提高本

爱丁堡艺术节、柏林国际

挖掘城市优势资源，鲜明定位城市形象

地区知名度，创造当地相关产业的商机

电影节、巴黎时装周等

城市在传播自身形象的过程中，准确而鲜明的形象定位和成功的传播策略非常重要。杭州在城市营销方面走在

具有一定主题的活动，吸引对其主题有兴趣的大

国际足联世界杯、亚运会

网企业发展迅速，14家IT企业已经上市，15家企业进入我国重点软件企业的行列。杭州充分依托互联网企业的吸引

众关注，引起媒体报道，创造相当的经济效益

等

力，大力发展电子商务产业及其他相关和配套的产业，同时结合杭州“上有天堂，下有苏杭”的城市形象，全力打

经过特别策划的单一活动与事件，时间普遍较短

车展、房车节、珠宝展、

中国城市前列，杭州市政府成立“城市品牌工作指导委员会”，给予专项资金支持城市营销组织运作。杭州市互联
周期性主题事件

单一活动、事件

主题庆典

节庆活动

会展活动

40

演唱会等
特殊典礼、演出或庆典，经过特别规划而达到特

成人礼、开笔礼等

造“天堂硅谷”的名片，并通过一系列的会展活动打造“世界名都”的新形象。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国际博览
中心举行，不仅给杭州带来了经济收益和文化收益，更让世界更真实而全面地了解中国、了解杭州，完美展示杭州
开放包容、文化多元的城市形象。杭州挖掘其优势的电子商务、互联网产业资源所倡导的“网上丝绸之路”，积极
推动杭州城市的发展，也带动了相关产业和周边城市的发展。

有的社会、文化目的
具有一定主题的传统节日，主题节庆应该具有独

傣族泼水节、壮族“三月

特性

三”民歌节等

为了展示产品和技术、拓展渠道、促进销售、传

广州春交会、米兰国际家

播品牌而进行的一种宣传活动

具展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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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田径运动协会数据显示，2011年在
协会注册的马拉松赛事为22场，2016年底达到
328场。马拉松运动赛事在为城市带来经济效
益的同时，更向外界展示了一个时尚、激情、
健康、活力而富有正能量的城市正面形象

推动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的更新
和发展
大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动当地高标准的
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城市的更新和发展。慕尼
黑是德国巴伐利亚州的首府，是德国第三大城
市，也是德国重要的经济、金融、文化、科技
中心。曾经，慕尼黑是纳粹党总部，为扭转自
身在大众心目中的不良印象，向国际社会展
示一个民主而富有朝气的新城市形象，1972

年，在这里举办了第二十届世界奥林匹克运动
会。奥运会场馆选址在慕尼黑北部较为不发达
的城区内一个废弃的机场，通过奥运场馆的建
设，废弃机场得到了利用。同时，加速了城市
北部的发展。得益于奥林匹克运动会对交通设

带来巨大经济效益，拉动相关产业发展

施的要求，慕尼黑北部片区的交通基础设施有

近年来，大众体育运动在中国迎来井喷式发展。以马拉松为代表的大众体育运动，每年吸引着数以

了很大的改善。此次运动会得到了国际社会的

百万计的运动爱好者，越来越多的城市以马拉松赛事为依托，不仅带动了体育运动产业的发展，还推动了

广泛认可，也收获了当地市民的满意度。直至

旅游、餐饮、交通、住宿业、培训、传媒、会展等诸多产业的发展。以2016年在厦门举行的马拉松赛事为

今天，该奥林匹克公园仍然是欧洲最大的旅游

例，其为厦门带来了直接经济效益2.3亿元，间接经济效益3.25亿元。中国田径运动协会数据显示，2011年

景点和活动举办地之一。

在协会注册的马拉松赛事为22场，2016年底达到328场。马拉松运动赛事在为城市带来经济效益的同时，更
向外界展示了一个时尚、激情、健康、活力而富有正能量的城市正面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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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用事件营销推广城市形象的对策与建议
城市形象，是一个城市在发展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吸引力资源，只有通过有效的传播才
能产生价值。塑造鲜明而具有个性化的形象，能带来巨大的城市吸引力，进而带来丰富的人
流、物流、信息流，增强城市的核心竞争力。事件营销，在城市形象塑造的过程中发挥着巨
大的推动作用。事件在传播过程中所带来的关注度、辐射度、影响力，对城市形象的传播、
城市品牌的树立都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

1996年，首届中国国际航
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成功
举办。如今珠海航展已发展成为
集贸易性、专业性、观赏性为一
体，代表当今国际航空航天业先
进科技主流，展示当今世界航空
航天业发展水平的盛会，是世界
五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展之一
引爆社会效益，提升城市知名度
珠海市地处珠江三角洲南端，东与香港隔海相望，南与澳门相连。珠海自然资源丰
富，山水相间，陆岛相望，气候宜人，是中国著名的宜居城市。从1996年开始，中国国际
航空航天博览会（珠海航展）成功举办，并定为每两年举办一次，现已发展成为具有贸易
性质、专业技术性质、观赏性质的世界五大最具国际影响力的航展之一。1996年以前珠海
航空产业可以说毫无基础，为了珠海市的长远发展，提高珠海的城市知名度，当地政府领
导班子不遗余力地争取国际航展在珠海举行。航展吸引了来自世界各地的参展商、专家学
者以及航空爱好者们，仅1996年国内外媒体围绕首届珠海航展所发布的新闻就多达1.7万
条，到2018年珠海航展已经举办至第十二届，得益于珠海航展，珠海市不仅城市建设硬实
力增强，还获得巨大的社会效益，迅速提升了自身在国内外的知名度、美誉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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挖掘地方特色，塑造城市个性鲜明的形象
城市的地方特色根植于城市本身的自然环境和文化
环境之中，具有很强的稀缺性和不可替代性，是城市核
心竞争力所在。塑造具有鲜明个性的城市形象，深挖地
方特色，通过科学、合理的开发与塑造，将城市形象外
化于具体的事件之中，灌输给大众，对于提升城市的品
牌形象具有独特的效果。如2018、2019年的环广西公
路自行车世界巡回赛就巧妙地将赛道与广西特色的山水
风光、人文特色相结合，鲜明地塑造了地区形象。

政府主导，重视事件营销在城市营销中的战略地位
事件营销的运作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包含多个利益相关
者主体如政府、旅游部门、事件组织者、事件策划者、场馆管理
者、活动推广运营者、当地社区居民、相关企业、赞助商、参加
者、观众，等等，各利益主体诉求不尽相同，因此战略布局至关
重要。为平衡复杂的多方面的利益诉求，政府扮演着举足轻重的
角色。事件营销的政府主导地位不能动摇，政府要将城市的一系
列具有重大影响力的事件的组织与策划纳入政府重大工作计划之
中。同时，事件主题应力求与城市整体形象相一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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媒体资源整合，重视网络媒体资源
媒体，作为信息传播的载体，在城市形象传播
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在事件宣传的过程中，
要考虑到不同受众的需求，整合多类型的媒体资
源，既有传统媒体如电视、广播、报纸、杂志等，
又有新媒体资源如互联网、微信、微博等，让其各
自发挥自身优势，采取不同手段，将价值发挥到极
值点。互联网媒体作为一种更经济、更丰富、更快
捷、更直接的媒体资源，为大众认识城市、感知城
市提供了一个崭新的平台。

重视文化融合，打造城市软实力
文化产业作为城市经济中重要的一环，体现
着城市的软实力，起着“润物细无声”的作用。任
何事件营销若以单纯的经济目标为落脚点，未免显
得过于狭隘，也无法长久地体现其价值。从历史来
看，那些生存时间较长的大型事件活动，普遍都是

从历史来看，那些生存时间较长的大型

直接或者间接从文化入手的，如国际足联世界杯、

事件活动，普遍都是直接或者间接从文化入手

世博会，各种电影节、时装周等，均是通过文化与

的，如国际足联世界杯、世博会，各种电影

艺术的渲染带来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带来巨大的乘

节、时装周等，均是通过文化与艺术的渲染带

数效应，带动各种相关产业的发展，从而推动城市

来巨大的影响力，从而带来巨大的乘数效应

经济的发展。以某种文化作为切入点，通过文化对
大众的感染力，以文化为媒介获得主客双方的共
鸣，从而自然而然地获得经济利益，效果往往是事
半功倍的，从长远来看也是可持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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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入粤港澳大湾区：贺州市的六个发力点

北海：抓质量通病防治，促标准技术革新

论道

国家体育场（鸟巢）

注重城市的可持续发展

是第29届夏季奥运会的主

在事件营销前，政府部门及组织策划者必须认真调研和评估项目对于城市竞争力提升的

体育场。奥运会后，国

作用，认真衡量其投入产出比，评估项目的可行性和必要性，并制订科学合理的战略计划。

家体育场公司按照“政府

对于大型事件需要进行建设选址的，要尽量使用或改造现有的基础设施，避免对资源的浪费

主导、社会参与、企业运

和对生态环境的破坏。此外，也应当尽量在事件结束之后可持续地利用资源。如2008年北京

作”的要求，充分利用奥

奥运会的场馆——鸟巢、水立方，在规划、设计时就为赛后的利用打好了基础，在满足体育

运场馆遗产，打造鸟巢旅

赛事的场馆要求的同时，还可接纳大型演唱会、宴会及各种展会的要求，现阶段也变成北京

游新亮点，引进顶级赛事

市著名的新旅游景点之一，利用率非常大。

演出活动，创办青少年公
益赛事，培育鸟巢自主品
牌项目，打造全新的商业
产业链，探索场馆多元化
经营，实现了鸟巢赛后的
可持续发展，获得了社会
各界的广泛赞誉

结语
尽管事件营销是城市形象推广中重要的助推器，但它并不是解决城市问题的“万能钥
匙”。并非所有的事件营销都会带来正面的效果，也并不是所有的事件都会带来“眼球经
济”。事件营销本身对于城市而言，也意味着财政风险、环境风险、安全风险、政治风险等
各种风险，因此在事件营销的组织和策划中，必须要做到未雨绸缪，做好预案。
［本文系广西高等学校科研项目《高铁背景下广西旅游发展战略体系研究》
（KY2015YB490）阶段性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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